
TVshow 综艺 2018 年 4 月 13 日 星期五 编辑：张金菊 美编：王宁34

两个110公斤重的机器人在
对战场地里或转动齿轮、或落下
重拳、或推起铁铲疯狂“厮杀”；一
场较量结束，有的四分五裂，有的
动弹不得，有的被砸出火、烧成
灰……这就是“机器人格斗赛”的
现场。最近爱奇艺综艺《机器人争
霸》上线，受到大批机器人爱好者
的欢迎，也吸引了不少技术“小
白”入坑。值得一提的是，本月中
旬，与《机器人争霸》模式几乎相
同的节目《这！就是铁甲》将登陆
优酷，郑爽、张一山、吴尊将担任
明星经理人。这也是爱奇艺与优
酷继“街舞节目”正面PK之后的
又一场“格斗”。

节目：

四位明星逐渐成长

《机器人争霸》中，李晨、杨
颖、林更新、盛一伦四位明星经
理人，从挑选机器人，到参与维
修，再到带着各自机器人展开
PK，观众跟随他们的视角能迅
速明白格斗机器人比赛是怎么
回事。同时，节目也加入了明星
真人秀部分，聚焦四位明星从机
器人“小白”逐渐成长为战队领
袖的过程，同时还为观众呈现了
偶像的另一面，比如，“网瘾少
年”林更新原来并不擅长操作机
器人，高冷的盛一伦则成为“常
胜将军”。

明星的参与提高了不少观
众对节目的关注热情，但也有批
评声传出。例如，有观众认为格
斗机器人参赛选手的镜头与访
谈太少，明星真人秀噱头太重；
也有人认为对机甲的科普不够，
没有深入挖掘机甲文化；还有人
认为明星操作不专业……对于
质疑，节目执行导演李佳伟坦
言：“我们会结合观众意见一边

播一边改进。”
有意思的是，比赛与

节目并不是《机器人争
霸》的全部内容，项目组
还将以机器人为IP核心，
推出全产业链整合计划，
联动线上节目、线下联赛、
衍生授权、网剧、电影、游

戏乃至实体乐园，让IP协同效应
达到最大化。

趋势：

机器人格斗节目增多

“机器人格斗”活动在欧美
盛行20多年，公认起源于1994年
Mark Thorpe在美国旧金山举办
的第一届美国机器人打擂台。赛
事的成功举办促成了一家制作
公司与Mark Thorpe签约，推出
了电视节目《机器人大擂台》。
1999年，《博茨大战》首次测试赛
在美国举行，2000年播出，收视
率极高，覆盖了52个国家。

最近一年，泛科技综艺风靡，
央视的《加油！向未来2》、《未来架
构师》、《机智过人》，湖南卫视的

《我是未来》以及深圳卫视的《极
客智造》等综艺节目都将目光聚
焦在“用科技改变生活”这一主
题。今年，与“机器人”相关的综
艺，除了《机器人争霸》，浙江卫视
还推出了《铁甲雄心》，而优酷的

《这！就是铁甲》也即将开播。
《铁甲雄心》在今年1月到3

月播出，赛制基本上与《博茨大
战》相同，48支来自世界各地的
队伍争夺“格斗机器人之王”。这
档节目没有明星参与，素人“技
术宅”未能唤起太多观众的注
意，播出后反响平平。

有意思的是，今年爱奇艺与
优酷的PK不仅是《热血街舞团》
与《这！就是街舞》两档街舞节
目，《机器人争霸》与《这！就是铁
甲》两档模式几乎相同的节目，
也将进行正面PK。《这！就是铁
甲》邀请了郑爽、张一山、吴尊，
以及一位神秘嘉宾担任战队经
理人，由战队经理人亲自挑选铁
甲队伍进行对战。节目预计于4
月中旬开播。还未开播，郑爽的

“热搜体质”已经发挥作用———
因为《这！就是铁甲》预告片中出
现了选手不尊重郑爽的言论，引
发其粉丝不满，为此节目组公开
致歉。 据《羊城晚报》

机器人格斗登上荧屏火起来

励志情感才艺节目《完美
搭档》从 4 月 13 日起将登陆东
方卫视。节目由《妈妈咪呀》的
原班人马操刀，以“双人搭档、
默契才艺、和谐关系、美好生
活”为宗旨，在为双人搭档提供
展现精彩才艺舞台的同时，展
示社会和谐人际关系百态图。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舞台
上“关系复杂”，就连观察员席
上，王琳、程雷与特邀嘉宾伊能
静之间也展示了多种人际关
系。以“雪姨”形象为大众所熟
知的王琳，首度担当综艺节目
观察员，个性耿直的她点评精
悍、金句频出，以冷静专业又不
失温情的态度，认真对待每组
搭档的表现，为节目增添许多

“接地气”的元素。
特邀嘉宾伊能静多年前在

《中国达人秀》中的精彩点评，
至今让观众难忘，此番在《完美
搭档》中，她一如既往地用自己
的知性风格，熟稔把握搭档间
的情感波动，还在节目中大方
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两位“辣
妈”首次合作默契十足，点评中
都带有独特观点。 曾俊

《完美搭档》温情开播

近日戛纳电视节举行，据
悉，国际IP保护协会FRAPA在
电视节再次点名中国综艺节目

《偶像练习生》抄袭，并发布数
据该节目显示抄袭相似度为88
分（满分100），并称爱奇艺抄袭
相似度刷爆世界纪纪录，成为史
上抄袭之最，并对此表示震惊
和惋惜。

原版《Produce101》制作公
司 CJ 的代表黄先生也在电视
节上公开指责爱奇艺并不止一
次抄袭韩国的重点 IP，并称中
国也有像腾讯、优酷等尊重 IP
的公司，希望不要因爱奇艺等
少数公司拉低中国在国际的品
牌形象。 刘琪

韩国制作公司
指责爱奇艺抄袭

湖南卫视《歌手》2018七位
“歌王候选人”已经全部诞生，
而本周五晚的“歌王之战”，诸
位候选人将迎来本季最后一
搏。日前，经过节目组官方微博
一番线索预埋，帮唱新成员毛
不易浮出水面。

随后，张韶涵也发博表示
了自己对对方的欣赏，并称他
是与自己“有共鸣的伙伴”。而
毛不易则清唱了一段《隐形的
翅膀》回应。两人合作的消息一
出，歌迷均是直呼惊喜：“这也
太刺激了吧！从李晓东老师唱

《消愁》开始，就期待过毛不易
能和《歌手》有所交集”、“儿时
的偶像要和现在的偶像同台，
我感觉自己在做梦”。

以音乐比赛冠军身份出
道，毛不易写出了诸如《消愁》、

《像我这样的人》等刷爆朋友
圈、并博得一众乐评人好评的
原创佳作，且即便是在早前比
赛的紧张期间，他依然拿出了
14 首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这
样的“库存量”着实惊人。而观
众们也对这个帮唱组合格外地
看好。 本报综合

唱作才子毛不易
助阵《歌手》

曾经霸屏的“收视王牌”张
国立，近年将主战场转到综艺，
去年仅出演一部电视剧、一部话
剧，综艺倒是参与了5部之多。前
段时间，张国立参加某综艺节
目，在经典重现的环节，将《康熙
微服私访记》剧组重聚，来了一
场重磅“回忆杀”。“这些年，拍续
集的呼声一直都有。没想到一看
到他们，我就感到前所未有的重
拍的冲动，所以现在我们真正开

始实施了。”

参加综艺多好评也多

从早期被老少观众奉
为经典的《铁齿铜牙纪晓

岚》、《康熙微服私访记》，到之
后情感细腻动人的《金婚》、《五
月槐花香》，演技纯熟、戏路宽广
的张国立，在话剧、电影、电视

剧、导演界均有不俗的表
现，而天生自带的幽默
气质，也让他成为各大
综艺的常客。仅从去年
到今年，张国立就参加了

《非凡匠心》、《国家宝藏》、
《王牌对王牌》、《演员的诞生》等
多档热门综艺节目。这其中有娱
乐性强的《王牌对王牌》，也有充
满传统气息的文化节目。在综艺
节目中，张国立的主持功底和应
变能力也非常被认可。

而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处
事智慧也常给观众带来启发。在

《中国新相亲》节目中，“月老”张
国立不仅致力于牵线搭桥，还一
直以过来人的身份分享婚姻爱
情的经营“秘诀”。当他得知女嘉
宾宿裕的大舅喜欢文玩核桃时，

张国立竟由此联想出“核桃恋爱
理论”：两个生核桃刚开始放在
一块时，转起来发出“嘎吱嘎吱”
的声音，并不好听，但磨几年之
后，声音越发悦耳，外表也逐渐
好看，其实就跟婚姻中夫妻间的
磨合一样。生动的比喻再次让观
众们深感佩服。

前段时间，张国立参加某综
艺节目，在经典重现的环节，将

《康熙微服私访记》的剧组重聚，
来了一波重磅“回忆杀”。“这些
年，拍续集的呼声一直都有，我
没想到我一看到他们的时候，我
就感到前所未有地想要重新再
拍的冲动，所以现在我们真正开
始实施了。我们用什么来报答喜
爱我们的观众，其实就是用作
品。我一定要拍得比之前还要好
看，质量还要高。”

咬牙坚持不想让别人失望

近些年张国立一直坚持活跃
在荧屏，从演员到导演，从制片人
到公司化运营，再到现在各类综
艺节目主持人、脱口秀常客。身份
越来越多重的他，似乎始终将自
己置于忙碌、满负荷的工作状态。

“停下来干什么？”张国立反问，
“我觉得精力充沛地去努力，是一
种可以让自己感觉年轻的状态。
如果现在让我彻底不工作，那我
可能就会衰老下去。”

工作不仅是张国立现在的
重心，他还执着地要求做到更
好，“要把它盘活了，就是你自己
要去写、要去想，注入匠心在里
面。所以我有时候灵感一来，半
夜就爬起来写，因为有的时候做

梦都在想这些事儿。”
但更多的时候，张国立是不

想让别人失望，所以才接了很多
工作，“一旦你应了这件事，接踵
而来的就是这些烦人的事。但是
不能烦，因为不能在工作的时候
受负面情绪的影响。所以基本上
只要是我做，我都本着热爱它、
努力把它做好的心态。当然这也
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太累，
真的是累，有体力不支的感觉，
但还是要咬牙坚持下去。”

心态越来越平和

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但
在对待别人的态度上，张国立觉
得自己倒是“越来越平和”。这种
随着岁数的增长而发生的心态
变化，让张国立觉得很满意，说
自己“是一个好老头儿”。相比前
些年做导演时的状态，张国立表
示：“最大的变化是我给自己时间
来思考，原来我是一个不断地往
前推进的人，因为我老觉得这些
事情就是要不断地往前推进。也
许有遗憾，但是推进是最有效的。
现在呢，松下来了，不是一味强调
推进是最主要的，而是可以去想
一想：我还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法？
这是最大的变化。还有一个就是，
过去几乎不允许演员改剧本，现
在我觉得只要演员对剧本有他的
想法，那就坐下来谈谈。”

张国立说，现在的状态跟年
轻时大不一样，年轻的时候那真
的是什么事情都要管，现在不是
这样了。“用流行的话说，我现在
是一个‘佛系’好老头儿。”

本报综合

玩转各类综艺节目停不下来

张国立：现在是个佛系好老头

《《机机器器人人争争霸霸》》进进行行得得如如火火如如荼荼

郑郑爽爽参参与与机机甲甲对对抗抗节节目目

张张国国立立老老而而弥弥坚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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